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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行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交接仪式，嫦娥五号发射回收任务圆满成功。

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凝聚着江苏的科技和智慧力量，特别是在嫦娥五号飞行器能源管理系统和指挥系统中，江苏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功不可没”，他们参

与了多个重要项目的设计与研制，为探月工程作出重大贡献。

新锐

今年刚来到文昌发射场的 95 后蒋
桂兵，是泰州兴化人，在嫦娥五号任务
中，担任特装车系统指挥员。

他作为一名新人，圆满完成了火箭和
卫星的接运、液氢燃料的转运、卫星燃料的
拉运等工作，期间安全出车百余次。

2014 年，蒋桂兵从兴化中学考上
大学，毕业后来到文昌发射场工作。

第一次接触到特装车，他对岗位工
作十分陌生，但是他积极学习、刻苦钻
研，每次出任务都坚持现场指挥，每次维
修保养都坚持亲自上手。

从车辆操作到维护保养，从任务指挥
到制定规程，通过不断实践，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掌握了特装车系统十余种特
种车辆的操作规程和指挥流程，成功完成
了嫦娥五号任务的车勤保障工作。

作为一名新人，能够参与到这么大的
国家工程任务，蒋桂兵很是激动。他带领
团队执行任务的飒爽形象在江苏卫视播
出后，远在家乡的父母也为他感到自豪。

“事业的需要，家人的支持，就是我
工作的动力！”蒋桂兵高兴地说。

据了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除了这5名
优秀的代表，还有几十名来自江苏各地市的
优秀儿女。他们在一线重要岗位默默无闻
地工作，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江苏智慧！

嫦娥五号发射回收任嫦娥五号发射回收任务圆满成功务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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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最强大脑”助力嫦娥五号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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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助力“嫦娥”奔月“挖土”

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实现月面自动
采样返回，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这其中凝聚着江
苏高校的智慧和贡献。

嫦娥五号如何“挖土”？有赵淳生院士
超声电机团队的助力。超声电机被应用到
嫦娥三号和四号探测器时，还只是在探月工
程上的初步应用，主要负责红外成像光谱仪
内定标板的驱动与控制，功能类似光谱仪

“舱门的开关”。而嫦娥五号对超声电机的
精度和环境都有了更严苛的要求，超声电机
被用于光谱仪驱动与控制，引导机械臂工
作，助力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精准挖土。

超声电机的功能是控制光谱仪接收
反射光谱的镜面方向和角度。赵淳生院
士介绍，“超声电机在一个二维运动机构
上面驱动镜片，而镜片是用来照射大地
的，探测器上的机械臂会把土壤从月球上
抓起来，所以超声电机实际上是控制反射
光照射月球表面，引导机械臂运动。”

与传统电机相比，超声电机具有响应
快、精度高、噪声小、无电磁干扰等优点，
这台只有46克的超声电机，花费了上百
万元的研发成本。项目从2015年一直持
续到今年，做了大量自检和可靠性确认等
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超声电机的环
境适应能力。“这次采样因为机构要伸出
舱外，工作温度最低是零下55℃，最高可
达120℃，所以对超声电机的材料、工艺
和结构都提出了很大挑战。”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教授李华峰
介绍，为使电机适应月球表面极端的使用
环境，研发团队模拟月球温度在各种环境
下做了大量实验以确保万无一失，包括结
构设计、材料选择、驱动控制，以及其他安
全保障措施的设计。

针对星表地形复杂导致的着陆缓冲
性能与稳定性要求高等技术难题，南航航
空学院聂宏教授牵头的空间结构机构团
队承担了着陆缓冲机构柔性体建模和着
陆冲击计算等任务，发明了多种月球及火
星、小行星着陆缓冲机构，揭示了着陆缓
冲系统组合缓冲吸能机理及系统能量传
递规律。该团队着陆缓冲系统相关研究
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嫦娥三号、四号月球探
测器，确保了嫦娥三号、四号探测器在月
面的成功着陆。研究成果为嫦娥五号和
火星探测器着陆缓冲装置的研制提供了
系统的设计方法及试验验证手段，具有重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应用价值。

据悉，南航航天学院空间结构与机构
课题组瞄准未来深空星表多点位、多任务
探测的技术需求，积极开展缓冲、行走一体
化星表着陆器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可以在保证缓冲性能的前提下，以着
陆器的体积、质量、复杂度的最小增量为代
价，扩展调姿和行走的能力，有望解决传统
着陆器在月球、火星等表面着陆后不能移
动、需要借助巡视器进行较大范围探测的
问题。目前，该课题组已研制出了落震吸
能原理样机、调姿行走原理样机和落震吸
能地面试验台等，可为未来以嫦娥七号为
代表的月面、火星等复杂区域深度探测任
务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苏州两企业为飞行器能源系

统“保驾护航”
早在项目之初，来自苏州的同元软

控就参与到系统的设计开发，利用公司
在数字化系统设计仿真领域的技术优
势，为嫦娥五号能源供配电系统量身定
制了一套供配电数字化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建一个完全数字化的
结构平台代替实物试验，在电脑里做实验，

保证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正确的。”苏州同元
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凡利介
绍，这种“数字伴飞”技术在我国航天领域
属于首次应用，数字化模拟和飞行器真实
飞行同步运行，如果出现问题就通过仿真
系统来解决，飞行器里面每个设备的电压
电流的流向，都可以动态展示出来。

供配电系统是探测器的心脏和血
液，其可靠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任务成
败。同元软控设计开发的这套“数字伴
飞”系统，相当于全息仿真再造了一个探
测器的数字模型，帮助控制中心快速准
确掌握探测器的实时状态。此次成功经
验，也为企业下一步深度参与到我国空
间站的开发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嫦娥五号发射前，为该探测器能源系
统进行的力学环境可靠性试验就使用了我
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50吨大推力振动
台。”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研发
部经理赵征骄傲地告诉记者，“由于嫦娥五
号相关产品尺寸很大，在发射及变轨时的
振动量级大于2g(g=9.80 m/s2)，因此为
模拟这样的振动环境需要很大的推力，振
动台的功率要求也很高。”

赵征口中的这台大推力振动台属于
直接耦合振动台，攻克了多项技术难点。
赵征说，比如在几千安培驱动电流的情况
下，很好地解决了振动台线圈的散热问
题。功率放大器输出方面采用并联的驱
动电流输出技术，使得有多个模块的功率
部件能够保证均衡的电流输出。

“推力过大对各个部件之间的连接
强度要求很高，怎么保证骨架和线圈不
脱开；电流过大，怎么保证过高的热量不
烧坏线圈等都是难点。”赵征说，目前市
场上相关的振动台大部分是感应式的，
从功率、效率等各个方面来看，都不及直
接耦合式振动台的“功力”，“我们研发的

振动台已经可以达到 60 吨级，并且已
经交付航天单位使用。”

近年来，东菱公司在振动、冲击、离
心、传感、智能减振、计量标定、航空发动
机专用测试设备等诸多产品门类的创新
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拥有400余项核心
技术与专利。早在今年4月至5月期间，
东菱就先后两次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能源
系统，进行了多次力学环境可靠性试验。

“这个能源系统主要为嫦娥五号探测器发
射升空及变轨过程中提供发动机燃料，保
障探测器顺利升空，进入预定轨道。”东菱
实验室负责人李东说，“我们实验主要检
测的是能源系统在发射及运行过程中，能
否经受住振动、冲击等力学环境的考验，
以确保其保持正常稳定的工作状态。”

高难度“地外天体起飞”源于

连云港测控“力量”
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晚 11 时 10 分，

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在圆满完成 48 小
时工作任务后，从月面起飞，与在月球轨
道等待的返回舱进行交会对接，不负众
望实现高难度的首次“地外天体起飞”，
顺利飞离月球表面。

中国船舶 716 研究所下属企业连
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俊平
介绍，这看似简单的地外天体起飞，却需
要技术人员从38万公里外，依托嫦娥五
号深空天线组阵系统为嫦娥五号提供测
量控制，指挥其按照精准的位置进行姿
态调整。杰瑞生产的角度测量和电源产
品正是借助嫦娥五号深空天线组阵系
统，为嫦娥五号任务执行全过程提供坚
实的测控和通信技术保障。

如此复杂的过程，咱们连云港的产品
是如何服务“嫦娥”回家的呢？原来，嫦娥五
号“回家”时，需要依托地面的深空天线组阵

系统指挥精准地实施测量控制。毕竟任何
一个小小的误差，传到38万公里的距离都
将会变得很大，从而导致交会对接失败。为
此，研究人员在深空天线组阵系统中添加了
杰瑞电子自主研发的轴角转换模块产品。
在深空天线组阵系统的天线伺服接收系统
工作时，杰瑞的轴角转换模块可以为伺服控
制系统提供高精度的位置感应，为地面监控
设备观测嫦娥五号探测器提供了强力保
障。高性能、高可靠的电源产品为地面监控
设备供电系统提供保障。

项俊平介绍，作为一家重点的技术企
业，杰瑞的高精度、高性能、高可靠测角及
电源产品，突破了低温漂高精度旋转变压
器—数字转换、抗单粒子总剂量旋转变压
器—数字转换器、基于 PFM 控制的两级
级联拓扑控制、基于旋转灌封和电磁内屏
蔽的磁热一体化封装、基于数字隔离的闭
环反馈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实现了从芯片
到系统的全面自主可控。

为了研发这些技术，杰瑞电子搭建了
包括江苏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自动
控制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军民
两用模块电源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创新
平台，建有国内先进的SMT、混合集成、电
子部件和设备总装生产线，拥有“全国现
场管理五星级现场”评价的电子组装车
间、厚膜混合集成和电子转换模块军标生
产线。其中“中国船舶工业电子转换模块
检测中心”更是国内专业从事轴角转换器
件和高可靠电源检测的检测机构，通过了
国家实验室认可、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
可和计量认证。目前杰瑞电子已成为国
内领先的运动测量与控制和模块化电源
研制单位，其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航天、
航空、船舶、兵器、核电、高端装备等领域。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 拓 叶 真 张 宣

视觉中国供图

11月24日，嫦娥五号在文昌发射场成功发射。23天后，返回器成功回收。在这成功的背后，也有坚实的江苏“最强大脑”，李汶瀚、王
亚、冯凯伦等江苏人为嫦娥探月工程贡献才智。

李汶瀚：嫦娥五号任务的总管家

“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对我
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期待未来执行
载人登月任务！”来自徐州铜山的大小
伙李汶瀚，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喜悦。

“我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承担总调度
员的工作，主要负责制定火箭测试计划，
协调各参加任务的单位，统筹各方力量
资源，大家都叫我‘总管家’。”李汶瀚说。

发射任务中，李汶瀚上通下达，忙
得不亦乐乎。每个系统的工作是什么，
有何需求，测试进展到何环节，他都了
如指掌，成功练就了“一口清”“问不倒”
的本领。

2012年入职文昌发射场，李汶瀚
一直活跃在技术线上。从最开始的发
射场通信系统建设，到后来的长征五
号火箭发射合练首飞，再到组织应用
性发射，李汶瀚的身上一直保留着江
苏人的踏实、勤恳和睿智。

“从半年前，我就跟着 01 指挥员
着手准备任务。嫦娥五号任务的成
功，要得益于前期的精细筹划和精心
准备。”李汶瀚说。

李汶瀚的爱人曾春晓也是发射场的
技术骨干。她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承担火
箭燃料化验工作。他们这对航天伉俪，在
文昌发射场上比翼双飞，贡献力量。

今年33岁的王亚，来自盐城亭湖
区，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测试站设
备科科长。

“发射场有测发、测控、通信、气
象、勤保五大系统。我的任务是确保
每个系统的设备在发射任务中发挥
出最好的技术状态，为火箭发射保驾
护航！”

嫦娥五号任务中，他组织测试
确认气、电、液、通信等箭地接口百
余处，保障液氢、液氧和航天煤油等
火箭燃料千余吨，筹措设备备件及
器材万余件，识别梳理重难点工作
数十个，是不折不扣的地面设备“大
管家”。

为确保塔上每台套设备发射前的
最终状态设置正确，需要最后时刻再
检查复核，不容半点闪失。发射前30
分钟，王亚带领设备保障队伍，撤离
101#塔架。火箭飞离发射塔后，他又
作为第一批抢险队伍，赶到塔架，对发
射现场组织消防作业。

在文昌发射场工作 8 年，王亚的
身上仍然传承着家乡盐城“勤劳坚韧、
不屈不挠、尚智崇文、自强进取”的盐
文化精神。“能参与到嫦娥五号任务，
感觉很自豪！”王亚说。

来自连云港东海的90后冯凯伦，是
嫦娥五号任务的液氢加注系统指挥员。

“文昌发射场火箭使用的燃料是
液氢、液氧和航天煤油。液氢的沸点
是零下253℃，易燃易爆易挥发，危险
性极强，对岗位操作手和指挥员的要
求极高。”冯凯伦介绍说。

火箭加注系统很庞大，指挥员需
要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和抗压能力，在
面对突发紧急情况时，才能沉着冷静，
灵活处置。

“嫦娥五号发射那天，我们巡查液氢
储罐、管路，检查仪表状态⋯⋯足足熬了
一个通宵。最后看到火箭顺利入轨，感觉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冯凯伦激动万分。

今年 27 岁的冯凯伦 2016 年大
学毕业后，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工
作。第一年，他从事的是通信工作。
为了挑战自己，冯凯伦主动申请调整
到一线液氢加注岗位，不断刻苦钻研，
还带领团队解决了几个技术问题。

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中，
冯凯伦因表现出色，荣立个人二等功。

这次任务，爱人专门带着3个月大的
女儿，从江苏东海来文昌看发射。目睹了
冯凯伦的辛苦工作，爱人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一名航天人的家属，我感到很自豪！”

王亚：为火箭发射保驾护航 冯凯伦：为火箭加注燃料的指挥员

记者联系到张书圣时，他正执行长
征八号首飞任务。2016年7月，从上海
交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文昌航天发射
场工作，从事火箭发射跟踪测量工作，目
前已经参与了8次火箭发射任务。

参加工作以来，面对庞大的测量系
统，复杂的数据，箭上和地面数千台套专
用仪器设备，张书圣静下心来，认真学习
技术资料，虚心向他人求教。短短 3 年
时间，他就成长为发射场最年轻的电测
分系统指挥员。

在嫦娥五号任务中，他是测量系统的
指挥员。白天奔赴指挥大厅、活动发射平
台、水平转运厂房、垂直测试厂房等现场
辗转不停，晚上组织岗位人员开展回想和
预想，对白天测试查漏补缺，对后续测试
细致部署。岗位人员休息后，他还要梳理
阶段工作和重难点测试项目，拟制应急预
案。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他终于带领团
队圆满完成了嫦娥五号任务。

“如果说测试发射团队是火箭的医
生，负责对火箭进行‘全身检查’，那么测
量系统就是医生手中的听诊器，成百上
千的传感器遍布火箭重要部段。我们是
倾听火箭呼吸的一群人。”张书圣说。

担任指挥员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还
未退去，张书圣就已投身到后续任务中。

张书圣：倾听火箭的每一次“呼吸” 蒋桂兵：长征五号火箭的“快递员”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本报通讯员 吕道凯 受访单位供图


